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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马尼拉12月 8日电 应菲律宾民主人民力量党邀
请，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王宁率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对外宣介团于
12月5日至8日访菲，举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介会，会见菲众
议长卡耶塔诺和执政联盟主要政党领导人。

王宁结合新中国 70 年发展成就全面宣介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表示愿同菲方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深化务实合作，更好造
福两国人民。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对外宣介团访菲

本报昆明12月 8日电 （记者
熊建）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发展研
讨会 12 月 7 日在昆明举办，来自
30多个国家100多位器官移植专家
与会并发表演讲，盛赞中国器官移
植成就。“器官移植中国经验的最
大特点是中国政府的强力支持，是
许多国家应该参照的典范。”世界
卫生组织器官移植特别工作委员会
主席弗朗西斯·德尔莫尼克说。

2015 年以来，中国公民逝世
后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来源的唯
一合法途径。目前，中国已走出一
条体现国际惯例、符合中国实际的
器官捐献与移植道路，初步建立起
科学公正、遵循伦理、符合国情和
文化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
系。对此，世卫组织器官移植项目
主任何塞·努涅斯表示：“中国器官
移植领域改革在短期内取得令人瞩
目的成就，中国经验可以作为整个
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示范。”国际移
植协会前任主席南希·埃舍尔强
调：“中国经验中最重要的条件有
两方面，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与完善

的医疗保障体系。”
最新发布的中国器官移植发展

报告显示，从 2015 年到 2018 年，
中 国 每 年 完 成 器 官 捐 献 分 别 为
2766、4080、5146、6302例，增长
迅速。2018 年捐献数量位居世界
第二。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计算
机系统，将患者病情紧急程度和器
官匹配程度等医学指标作为分配器
官资源的唯一准则，保障器官分配
科学透明公平公正。“虽然中国起
步晚于一些国家，但现在中国人体
器官分配计算机系统足可以成为世
界楷模。”巴塞罗那大学医学院教
授马蒂·曼亚里奇如此评价。

此外，梵蒂冈教皇科学院院长
马塞洛·索龙多表示，梵蒂冈教皇科
学院非常欣赏中国经验，非常认可
中国尊重器官捐献者、尊重生命的
态度。

为缩短人体捐献器官转运时
间，减少因转运环节对器官移植质
量安全影响，保障患者生命安全，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于2016年5
月印发了《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

转运绿色通道的通知》。绿色通道
建立3年来，器官转运时间平均缩
短 1 至 1.5 小时，中国器官全国共
享率总体上升 7.3%，器官利用率
提升 6.7%，捐献器官共享半径大
大扩展，数以千计的终末期器官衰
竭患者得到救治机会。

在技术方面，中国器官移植手
术操作技术不断改进创新，部分达
到世界先进水平。国际上已开展的
器官移植中国均已开展，部分器官
移植技术实现突破，国际领跑，如
自体肝移植技术、无缺血器官移植
技术、儿童肝脏移植技术等。

器官捐献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世卫组织专家盛赞——

中国器官移植经验可作全球示范
本报北京12月7电（记者陆培

法） 由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
心、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
学院共同主办的“城乡发展与社会
治理现代化”研讨会暨第三届“费
孝通田野调查奖”颁奖仪式今日在
京举行。会上揭晓了第三届“费孝
通田野调查奖”获奖名单。

“费孝通田野调查奖”征文活动
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征集“亲身经历、
亲眼目睹、亲耳聆听”的“三亲”文章
和田野调查报告，每年举办一届。相
比往届，本届征文来稿突破了一般田
野调查选题与区域限制，真实反映了
当前城乡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和改
革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费孝通田野调查奖揭晓

据新华社瓦莱塔12月7日电（记者袁韵）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周年主题国际巡展 7日在位于马耳他首都瓦莱塔的马耳
他中国文化中心开幕。该展览分为“中国人民站起来”“改革开放
春天里”“砥砺奋进新时代”3部分，共展出图片159张。

据悉，这一展览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马耳他中国
文化中心承办，将持续至2020年1月10日。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展亮相马耳他

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所谓“2019年维吾尔人
权政策法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各界表示极大愤
慨、强烈谴责。大家纷纷表示，所谓涉疆法案暴露了美
方破坏新疆和谐稳定的险恶用心，极大伤害了新疆各
族人民感情，任何妄想搞乱新疆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所谓涉疆法案完全是胡说八道

连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
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政协、自治区总工会、自治区
团委、自治区妇联、新疆伊斯兰教协会等对美国国
会众议院通过所谓“2019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发表声明。

声明认为，当前新疆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
定，民生不断改善，宗教和睦和顺，各族人民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属于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
时期。但美国一些人不愿看到新疆的大好局面，坐立
不安、横加指责，发表了一系列罔顾事实、颠倒黑白
的言论，极力抹黑新疆。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
涉，严重践踏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马
合木提·阿布都外力说：“美方的歪曲污蔑，无非是拿
宗教、人权为幌子，遏制中国发展。这种利用所谓涉
疆问题挑拨中国民族关系、破坏新疆繁荣稳定的图谋
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

“目前，新疆现有清真寺 2 万多座，伊斯兰教教
职人员 2.9万人，自治区、地州市、县市区各级伊斯
兰教协会 103 个。宗教信仰自由在新疆得到全面落
实，正常宗教需求得到有效满足。所谓涉疆法案是为
恐怖主义张目，是在助纣为虐。美国一意孤行终将害
人害己。”新疆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新疆伊斯兰教经
学院院长阿不都热克甫·吐木尼牙孜表达了自己的强
烈愤慨之情。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乌鲁木齐市白大寺伊

玛目阿布都西克尔·热合木都拉和以往一样，每天在
清真寺主持教务。“所谓涉疆法案就是在极力抹黑新
疆。新疆安定祥和、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
我们要倍加珍惜，决不允许外部势力横加干涉。”阿
布都西克尔·热合木都拉说，“近些年，政府拨款重修
宗教活动场所。白大寺寺内建有净身设施、水冲厕
所，全天提供热水，党和政府对信教群众的关心体现
在了细微之处。”

“所谓涉疆法案无中生有，目的是破坏新疆稳
定。”新疆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2016级学生
张文静说，“作为当代青年，要擦亮双眼，看清美方
的伪善面目和险恶用心，向一切破坏祖国利益的行为
说‘不’，以实际行动维护新疆社会稳定，捍卫美丽
家园。”

新疆始终高举法治旗帜，依
法推进反恐、去极端化工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
任李娟说：“美国一些政客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在
反恐问题上大搞双重标准，这是纵容、怂恿恐怖行
为。所谓涉疆问题不是民族、宗教、人权问题，而是
反暴恐和反分裂问题。新疆始终高举法治旗帜，依法
推进反恐、去极端化工作。这些措施确保了新疆已连
续3年未发生暴恐案 （事） 件，最大限度保障了各族
人民的生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基本权利，各族人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美国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确实坏得很！”买买提·
艾力是乌鲁木齐市新疆国际大巴扎的商户，在这里已
开店经营17年。“我见证了它由农贸市场到商场，再
到景区的发展，变化太大了。但是，暴力恐怖猖獗的
时候，这里没人来，生意也没有了。现在和谐稳定，
全国各地的游客多得很，外国人也来。我们的营业额
一天比一天高。”

喀什市艾提尕尔清真寺伊玛目麦麦提·居玛说：
“曾经一段时间，喀什地区连续发生暴恐案件，伤害
了许多无辜群众。我的父亲居玛·塔依尔就是被受到
宗教极端思想严重毒害的人杀害的。作为宗教教职人
员，我清楚地知道，宗教极端主义不是宗教。我们要认
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罪恶本质和严重危害。”

新疆教培工作符合各族人民根本利益

“新疆设立教培中心，通过集中培训、寄宿学
习、实践培养等多种形式开展免费职业技能教育培
训，既符合国家法治精神和要求，又体现了国际社会
反恐、去极端化的原则和理念。”新疆大学教授祖力
亚提·司马义说，“教培中心引导教育学员直面各种错
误观点，将去极端化贯穿全过程。我多次去教培中心
实地调研。学员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明
显增强，辨别是非能力明显提高。特别是，大多数学
员掌握了一定的实用技能，就业能力得到提高。结业
后，有的在企业就业，有的自主创业，还有一些为了
不断提升自我，到中职、高职等院校继续深造学习。
可以肯定地说，新疆的教培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大家在学校里每天都很开心，快乐地参加学习
和文体活动。”曾经在和田县教培中心参加学习的图
妮萨·麦提如则说：“我在中心学习了美容美发。今年
2月结业后申请了妇女创业就业补助资金，开了一家
美发店。现在我一个月可以挣 6000 元。我想说，我
们妇女同胞要把日子过好，不能被宗教极端思想迷
惑。幸福生活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37 岁的莎车县农民麦合布拜·卡迪尔说：“我没
上过多少学，以前国家通用语言一句也不会说。因
为长期听信宗教极端分子的言论，有一段时间，我
没有了是非观念，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关系紧
张。现在我经过学习培训，思想状态、生活方式发生
了很大转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各界强烈谴责美国通过涉疆法案

美方破坏新疆和谐稳定的行径必将失败
本报记者 杨明方 韩立群

5月7日，杭州市民在纪念第72个世界红十字日活动上展示“遗体
（组织）捐献志愿卡”。 李 忠摄 （人民视觉）

“须弥福寿”展亮相故宫

12月8日，“须弥福寿——当扎什伦布寺遇上紫禁城”展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幕，拉开纪念紫禁城建成600年系列活动
的序幕。本次展览分为4个主题，展出280件文物。图为观众
在展览上参观拍摄。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据新华社哈博罗内12月8日电（记者杨孟曦）“纯粹中国·魅
力湖南”文艺演出7日晚在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市举行。湘味十
足的歌曲 《浏阳河》、花鼓戏 《刘海砍樵》、二胡独奏 《茉莉花》、
哑剧小品《擦镜子》、男声独唱《我的太阳》等节目赢得观众阵阵
掌声。

此次演出由中国湖南省侨联、湖南省演艺集团主办，中非文
化艺术交流协会、《非洲华侨周报》承办。来自中国驻博茨瓦纳大
使馆以及中资企业、机构的代表、在博华侨华人、驻博外交使节
等约800人观看了演出。

“魅力湖南”演出走进博茨瓦纳为了打通大凉山最后
一条通村公路——四川省
布拖县阿布洛哈通村公
路，四川路桥集团租用一
架 米 -26 重 型 运 输 直 升
机，从县城吊运修路设备
助力施工。

大图：直升机吊运一
台挖掘机抵达阿布洛哈村
上空。

小图：阿布洛哈村村
民在直升机运载的一台潜
孔钻机抵达时自拍。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直 升 机 助 力 打 通直 升 机 助 力 打 通
大凉山最后通村路大凉山最后通村路

金羽翼流动美术
馆第 58 站近日在京
开幕，展览共展出
136 幅自闭症等心智
障碍青少年绘画作
品。图为少年观众参
观展览。

陈劲松 刘 菲
摄影报道

特色产业助增收

近年来，河南省襄城县山头店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先后建蘑菇
大棚68座，有效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图为12月8日，山头店镇干部在下
黄村塑料大棚内帮助农民挑拣香菇。 古国凡 张广雨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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